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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將與本研究有關的概念、理論及相關的實證研究作整理，

以作為社會福利基金會治理原則之研究上應用的依據。基本上，本

章的文獻探討可從研究對象的「非營利組織的重要性」、以及這些

對象的存在環境「台灣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管理與法規環境」、再就

「非營利組織治理的理論」、「公司治理的理論」、探討兩者的治

理意涵，從中發現企業因「代理問題」故透過「公司治理原則」來

對利害關係人有所交代並獲得持續的支持。因此亦從「非營利組織

代理理論」、「非營利組織責信的理論」等部分從事文獻蒐集與理

論的解釋，以非營利組織與企業兩者之比較，跨界類比做探索性建

構非營利組織治理的原則。 

 

2.1.非營利組織的基礎理論非營利組織的基礎理論非營利組織的基礎理論非營利組織的基礎理論 

耶魯大學社會暨政策研究中心「非營利組織計畫」創辦人 John 

G. Simon教授（1999）指出，即使在沒有人刻意描述、宣導、鼓吹

的狀況下，難以計數的民間非營利組織早已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展

開教育、醫療、娛樂、保存自然資源、維護人類尊嚴與人權…等種

種療痛止傷的工作，以及開創或實驗、孕育政府的主要政策方向，

並刺激商業部門開發新市場的商機。換句話說，長久以來我們一直

都在各種社會層面，依賴各種非營利組織，擔負處理相當大數量的

公共事務。 

 

美國學者習慣用「非營利部門」（nonprofit sector）一詞來形容

那些介於私人營利部門與公部門之間的組織結合體；然而歐陸國家

的學者卻偏好用「非法定部門」（non-statutory sector）或「志願性

部門」（voluntary sector）等名詞稱之；當然也有不少人認為用「第

三部門」(Third Sector)一詞較為恰當（Seibel and Anheier, 1990: 

7-8）。不論是用哪一種名詞來形容此類組織，除了國家與市場之外，

非營利部門是第三種對於社會具有巨大影響制度的力量。美國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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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學家如 Hall（1987）就認為，第三部門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所

不可獲缺的重要成分；而一些歐陸的學者則強調該部門在該地區國

家發展的政治場域上，有其歷史的重要性。 

 

以下將分為二節論述非營利組織的相關理論。第一節為經濟政

治學觀點，其中討論四個理論：市場失靈理論、政府失靈理論、第

三者政府理論以及志願服務失靈理論；第二節則從社會學的觀點論

述非營利組織。 

 

2.1.1.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 

很多學者都偏好從經濟政治學的觀點，來解釋非營利組織部門

的產生及其存在於社會上的重要性，包括市場失靈論（market 

failure）、政府失靈論（government failure或 political constraint），

第三者政府論（the third party government）。 

 

1.市場失靈論市場失靈論市場失靈論市場失靈論 

所謂市場失靈是當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發生了所謂「資訊不對

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情況，消費者沒有充分的資訊與

專業知識，來判斷產品和服務的數量與品質，因此，消費者在議價

過程中不能處於一種公平合理的地位。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非營

利組織因本身「不分配盈餘的限制」，所以比較不會為了追求利潤

而降低服務的品質，故較值得信賴。 

 

2.政府失靈理論政府失靈理論政府失靈理論政府失靈理論 

Weisbrod (1974, 1988) 運用公共選擇的觀點，認為政府提供的

財貨與服務，主要只是在於滿足中間選民的需求，這樣可以免除搭

便車的問題，因為如此就滿足了同質性較高的需求。然而當需求的

異質性出現時，有些人就會對於公共財產生一種剩餘的需求，這種

需求極可能是透過個人私底下去取得滿足。所以非營利組織的興

起，是消費者對於公共財多樣性需求的結果。Weimer 及 Vining

（1989）亦指出，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缺失，使得政府無法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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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各級政府分權化的結果，易造成資源及能力的分散，也

容易產生行政體系權責之間的「灰色地帶」，造成無法可據，無人

可管的社會狀況。而公共部門無法滿足某些團體在公共財上的需

求，使得可以提供公共財的非營利部門取代政府的角色。 

 

3.第三者政府論第三者政府論第三者政府論第三者政府論 

「市場失靈」及「政府失靈」二種說法，都是將非營利組織存

在的原因，視為「殘餘式」（residual）的功能，亦即視之為因需彌

補其他部門的不足而發展出來。然而，Salamon（1987）卻提出「第

三者政府」的理論。所謂「第三者政府」，主要的特徵是由民間非

政府組織執行政府目標，對公共基金的支出具有實質上的裁量權，

代為政府執行公權力。非營利組織蓬勃的產生，主要是調和人民對

公共服務的渴望，但又懼怕政府權力過度膨脹，因而透過第三者政

府形成的組織，來增加政府提供福利服務的角色與功能。 

 

2.1.2. 社會學的觀點社會學的觀點社會學的觀點社會學的觀點 

社會學家Milofsky（1979）認為，在社區形成的過程中，公民

參與和志願主義是兩大重要的基石，而非營利組織的形成，也是沿

著同樣的路線進行，且往往伴隨著社區組織與發展的運動，一併發

生。志願主義（voluntarism）的幾個特質，促成人們能夠在社區事

務參與中，將個人的需求與公益的任務和作為，做出很好的連結，

因而會產生各種形式的非營利組織。（馮燕，2000） 

 

2.2.非營利組織治理之理論非營利組織治理之理論非營利組織治理之理論非營利組織治理之理論 

美國著名學者 Dennis R. Young（1993）在其所編「非營利組織

的治理、領導與管理：從研究與實務中所得的新洞察」（Governing, 

Leading, and Manag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ew Insights from 

Research and Practice）一書的導論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組織的治

理（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顯然已成為非營利組織能否有效運

作的首要課題」（Young,1993:4；黃新福，1999）。本節將就「治

理的意涵」、「非營利組織治理的意涵」、「非營利組織治理的類

型」等三部份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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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治理的意涵治理的意涵治理的意涵治理的意涵 

「治理」一詞源自希臘字「steering」，具有「掌舵、操縱、及

指導」之意（Bordanor,1987:256）。一般而言，治理常被運用至各

類制度系絡中（institutional contexts ），以探討權利運用的情形。

治理的目的係為了人們（包括市民、選民及員工）的權益而採行指

揮、控制及管制等活動。治理的意涵不只侷限於政治範疇，尚及於

公司或社群的運作層級。 

 

Peterson 與 Mets（1987：3-4）兩人則更明確指出：「治理的

概念範疇遠比管理還寬廣，舉凡與組織使命的界定、政策的建構、

用以分配權力之控制機制的決定、決策過程的建構、執行特殊任務

之程序的設定等事項有關之決定與行動，均為治理的內涵」。又根

據 Umbdenstock與 Hageman（1990:484）兩人的觀點，要有效管理

非營利組織，最重要的是明確界定「治理」的意涵。因此，他們便

將治理界定為：「以負責的態度為社群實踐所有權」。行政學者

Ott 與 Shafritz （1990:178）等人亦持類似的看法，並進一步指出：

「治理是一種監督與管理功能，當一群人為了非營利的目的，共同

籌組法人團體時，治理的功能便已產生。治理的一般意涵指董事會

為了統理免稅組織所採取的集體行動，身為董事會之成員，董事們

應針對與組織有關之事務表達自己的態度、信念及價值。治理就是

治理，不是管理；非營利部門的諸多治理功能是與營利部門相似」。 

 

2.2.2.非營利組織治理的意涵非營利組織治理的意涵非營利組織治理的意涵非營利組織治理的意涵 

著名期刊「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與領導」（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的編輯 Dennis R. Young（1993:4）將非營利組織的

治理明確界定為「非營利組織用以設定長期方向並維持組織統整

（integrity）的機制（mechanism）。一般而言，治理的論述大多是

以董事會的角色及運作為探討核心」。而 Umbdenstock與 Hageman

（1990）將治理界定為「以負責的態度履踐社群所有託付者的責

任」，此項定義確認董事會的主要職責在保護並強化組織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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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最終責任在於為所服務的社群負責。（引自官有垣，2002：68） 

 

具體言之，非營利組織的治理與管理不同，非營利組織的治理

著重於政策面的決定與組織目標的自我認定，而非每日例行碰觸的

方案執行之議題。因此，非營利組織的治理意謂其關注的事項是：

（1）設定組織的遠景、宗旨，以及策略；（2）聚焦於組織的未來

方向與長程的策略考量；（3）處理組織內部的方案運作、人力資

源與經費與技術資源有關的政策與制度議題；（4）範定組織功能

運作所依持的根基--規範與價值；（5）要求行政部門踐履與組織有

關的法規之義務；以及（6）檢視組織與外部環境的互動關係是否

符合做為公民社會一員應有的表現（Tandon, 1996：54-55；引自官

有垣、陸宛蘋，2004：436）。再者，若是非營利組織為開放系統，

則治理亦可分為對內管理及組織對外的連結（linkage）活動，則決

定組織使命、從事目標規劃、確保組織財務健全、內部衝突的協調；

及募款、提昇公共形象、與政府部門建立良好合作關係等均分屬對

內及對外的治理行為。 

 

歸納來說，非營利組織的治理關切的是，組織在社區裡能否在

產出表現上有效發揮其功能，這對非營利組織的要求不僅具有正當

性，也有道德義務在。因此非營利組織的治理需要創造組織結構與

程序，透過此治理架構與程序，以監督它的表現以及是否依然堅定

地向它的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s）負責。Hult 與Walcott（1990）

因而認為治理即是探討在整個過程中，有誰參與，如何互動及如何

決策的問題。一般而言，治理的論述多是以董事會的角色及運作為

探討核心。然而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非營利組織的治理能否有良好

運作，行政人員的有效配合則不可或缺。且在動態觀點下的治理行

為，主要是董事會與執行長雙方權力互動的過程，因此董事會與執

行長的互動關係是否良好，經常是非營利組織董事會成功治理的關

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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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非營利組織治理的類型非營利組織治理的類型非營利組織治理的類型非營利組織治理的類型 

有關非營利組織治理行為的探討，早期學者多半著重於董事會

與執行長的權責分工，晚近則從動態的權力關係著眼，分析董事會

與執行長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建構出各種治理模型（Young, 

1987；Herman與 Tulipana , 1989；Taylor、Chait & Holland, 1996；

Houle , 1997；Dayton, 1998）。例如：Murray、Bradshaw與Wolpin

（1992）依決策權力的分佈情形作為治理型態的分類指標，分為「董

事長主導的董事會」、「執行長主導的董事會」、「權力分享的董

事會」、「權力分散的董事會」以及「軟弱無權的董事會」五種類

型。Harlan和 Saidel（1994）則將非營利組織的治理型態分為：「分

享式治理」、「行政主導式治理」、「董事會主導式治理」及「旁

觀者式治理」。 

 

此外，Mathiasen（1990）與 Wood（1992）提出了生命週期模

型（Life-Cycle Model），認為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會其發展歷程與人

類成長的過程極為相似，董事會亦會隨著時間演進及組織發展從青

澀步向成熟再到衰老。Wood（1992）亦將非營利組織董事會的治

理分為四個生命週期階段：創設期、重視管理時期、組織法人化時

期，以及核可批覆時期。。。。1
 

 

Tandon（1996：56-58）則把非營利組織的治理比喻為「董事會

的競技」（Board games），他以在東南亞地區的研究發現為例，將

董事會的治理型態分為「家庭式治理的董事會」（Family Boards）、

「隱匿的董事會」（Invisible Boards）、「行政人員掌控的董事會」

（Staff Boards），以及「專業的董事會」（Professional Boards）。

Tandon並不強調哪一種治理型態的董事會就是最佳的，每一類型都

有其優缺點以及當時存在的環境與系絡因素。但他明顯強調「隱匿

的董事會」治理功能較無法發揮，因為通常這類非營利組織由創辦

人或董事長長時間主導一切決策，董事會就像一顆橡皮圖章，當組

                         
1
 有關 NGO 各種治理型態的內容說明，請參見官有垣，2002：71-73。 



台灣非營利組織治理原則之探討--以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 

 23

織的領導人黔驢技窮而需要董事會成員提供建議與支持時，卻發現

董事會依舊隱匿不現；尤其，在這種非營利組織裡，治理與管理混

雜不分，因而削弱了組織的內部責信。總之，當非營利組織的董事

會處於「睡覺」（sleeping）或「隱匿的」（invisible）狀態時，治

理的功能就不易被彰顯出來。再者，Tandon（1996：58）指出「專

業的董事會」也不見得就保證非營利組織有好的治理出現，譬如當

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會只不過是由一群具有不同專業背景、好心、善

意且對世事有所關懷的人士之集合體，然而卻非一個團結、方向一

致，且處事有效率的團體時，吾人會發現它要維持一個具有共同願

景的董事會並不容易。此外，當董事會的個別董事成員擔任董事的

時間相當短且不時更換時，要董事會發揮功能與維持對於利益關係

人的承諾，同樣也是一件相當不易的事情。（引自官有垣、陸宛蘋，

2004：437） 

 

國內研究非營利組織治理的論述中，官有垣（1988, 2000, 2002）

針對台灣地區的全國性與地方性社會福利與慈善基金會的董事會

角色與功能加以探討，以 1.組織的內部特質（如組織規模、組織年

齡、專業化程度）、2.董事會的組成、3.董事會與執行長互動關係

的良窳三個變項解釋該類型基金會的治理情形。研究發現，該類型

基金會的董事會實際角色功能中，董事會最擅長的是審核、批准政

策，以及監督方案的規劃與執行，但決策和規畫的功能較弱。然而，

在歐美地區，非營利組織董事會最能發揮有效的功能，還是與外部

環境「連結」有關的代表性、吸收資源，以及建立社會網絡；在台

灣，基金會的董事會最需要加強的就是這些與環境連結的外部性功

能。歸納來說，該類基金會的決策絕大比例掌控在董事長的手中，

可說是「董事長主導的董事會」治理模式。 

 

自 1987 年解嚴後隨著台灣政治、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各

類以公益為目的的組織（統稱非營利組織）便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國

內崛起。不過，當基金會數量大幅成長以及資產迅速擴張時，不禁

令人擔憂是否這些基金會能有效運用管理這些捐贈的資產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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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使命與目標，並且對於社會大眾及利害關係人負起公益責

任？政府應該如何有效管理與監督基金會以減少不當利益的輸送

與強化基金會本身的治理功能，更是促進基金會健全發展的重要課

題（涂瑞德，2003：76）。 

 

其實不管在所謂第一部門的政府組織、第二部門的商業組織，

或是第三部門的非營利組織，都同樣的在面對整個社會大眾，同時

直接或間接地都在影響社會大眾，雖然三大部門的核心基礎不同以

致在運作方式上被認為是不相同。但進一步探究則發現其終極關懷

是一致的，因此對政府，吾人討論「治理問題」，對企業則論析「公

司治理」，對非營利組織，吾人也同樣要被討論「治理問題」。 

 

非營利組織的績效不僅只是於管理者對資源有效的運用而

已，最重要的且更困難的挑戰是在於「治理」的問題，以及由此而

延生的監督問題（司徒達賢，2000：1）。國內對於「非營利組織

治理之研究」之時間短且研究的量少，僅有自 1996 年開始有官有

垣的《台灣地區非營利社會福利機構的董事會研究：董事會角色功

能之實證分析》、吳佩倫、陳曉菁《台灣地區地方性社會福利基金

會的董事會研究》、黃新福《非營利社福基金會治理活動之研究》，

而且多以社會福利類為研究對象及從「董事會的角色與功能」以及

「董事會與執行長的角色功能」等來探討「治理」的問題。 

 

2.3.非營利組織的代理問題非營利組織的代理問題非營利組織的代理問題非營利組織的代理問題 

公司治理的根本在於解決代理問題，而代理問題起源於契約的

委託人，如何確保被委託人確實完成契約中所委託之工作。在營利

組織中，現代化的公司制度對人類社會帶來了重大影響，由於公司

股東並不盡然皆具備專業經營能力，不一定適宜或不願意參與公司

經營，因此股東往往會將公司的經營權責委由具備專業能力之經營

者負責管理與執行，形成「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的情形。由於股東與管理者恰如一般司法關

係上「委託人」（principal）與「代理人」（agent）的關係，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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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時會在各自的利益目標上有所衝突。 

當組織中決策權配置之後，透過契約形成委託人與代理人的關

係。例如董事會與執行長（CEO）的關係形成委託人與代理人的關

係，因此代理人問題（agency problem）就可能出現。因為這時候代

理人（CEO）必須努力工作，承擔努力工作的成本；另一方面委託

人（董事會、股東）則可以享有 CEO 努力的成果。在公司雇用專

業經理人來為他們管理一家公司這就是一種契約關係。從經濟學上

之契約理論，契約關係中通常有一個委託人及一個被委託人，被委

託人由於經常必須代表委託人行使一些權利，故又稱之為代理人。

委託人藉由契約要求代理人於特定的時間、地點，以特定方式來完

成工作或提供產品。由此可知，廣義的來說，任何這種委託與被委

託的關係都稱之為代理關係。 

 

契約當然不可能完美地解決問題，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以及資訊不對稱下，契約就有其未臻完美之處，一定留

有可爭議的空間，這留有的爭議空間即是剩餘控制權。整個公司治

理的問題其實就是在談剩餘控制權的分配與控制。就像股東雇用專

業經理人常常是因為這些人才懂得如何讓公司變得更好，也因為股

東沒有能力管理公司，所以在契約中並無法完全規範與掌握經理人

的所有行為。此時經理人如果決定購置華麗的辦公室，是提升企業

形象？還是個人的虛榮？或從中有利可圖？在實務上，多半的剩餘

控制權都落在經理人之手（Shleifer & Vishny 1997），公司所有人

在雇用經理人之後很難有效地控制其行為，這便是公司治理要發揮

功能的所在。 

 

非營利組織中雖然沒有實質的所有權與經營權之關係，但是董

事會的董事在某種角色上有扮演受捐助者所委託的角色，而由董事

會聘任專業（專任）的經理人來負責組織的管理與營運，兩者均有

所謂的契約關係，這與企業的代理關係相同，如果說非營利組織與

營利組織的代理關係之差異則在於營利組織的代理關係只有一層

次的代理關係，而非營利組織則有雙層的代理關係。（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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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會扮演監督的角色，批准與檢查管理者的計

畫與執行，確認依董事會的決策意志來運用組織的資源，防止管理

者的投機作為（opportunism）以達成組織的使命、維護非營利組織

的聲譽。然而，管理者的利益與董事會的利益可能不一致，例如：

董事會的主要利益在於提昇組織的服務數量和品質；而管理者的主

要利益卻可能是組織的長期成長、高報酬誘因或高心理成就等。就

組織經濟學理論（Organization Economics）為基礎的「委託人—代

理人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試圖分析「代理人如何反應

委託人的利益」，其重點有： 

一、在大部分的社會互動中，分工是有益的。在一般環境中，

人們常常成為他人的代理人，為了委託人的利益而工作。然而，委

託人與代理人之間也存在著利益衝突，使代理人不一定致力於委託

人的利益。代理人在獲利不變的情況下，任何不被發現的「怠職投

機行為」（shirking）都是一種額外的獲利（陳敦源，2002:79）。  

二、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利益衝突的主要原因在於「資訊不

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即代理人策略性地利用本身擁

有的充分資訊，以阻礙委託人的利益，增進自己的利益。委託人與

代理人之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可能引發「道德危機」（moral hazard）

非營利組

織董事會 

捐助人 

捐款人 

政府委託 

財力、物
力等資
源 

管理者

CEO 運

作

成

果 

第一層契約關係第一層契約關係第一層契約關係第一層契約關係    

捐助方為委託人；非營利

組織董事會為被委託方 

第二層契約關係第二層契約關係第二層契約關係第二層契約關係    

董事會為委託方；

管理人為被委託方 

圖 2-1 非營利組織的代理關係（研究者自繪） 

達成 

組織公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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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為自身之利益可能犧牲委託人的利益）與「逆向選擇」

（adverse selection）（委託人由於資訊不足做出對自己未必有利但

對代理人有利的決定）的現象（蔡允棟，2001:212；孫煒，2004：

85） 

 

委託人--代理人問題，就經濟學觀點，將組織視為諸多個人的

集合，他們為了贏得自身利益，學習以社會互動的方式合作。這種

觀點傾向於強調團體成員之間的利益衝突（歸根就底，也正是委託

人---代理人的問題），而且忽視認同感、社會化、領導統御等觀念。

尤其許多組織的目標宗旨並不明確、相互矛盾或定位不清。委託人

---代理人架構假定委託人是理性的行為，完全瞭解自身的利益，並

將權利分授給代理人，藉此來實現自身利益。它假定權利的流向是

從科層的頂端一路往下單向流通。但是，就組織理論中的以西蒙

（Herbert Simon）為代表的學派，強調組織成員的有限理性，因此

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衝突，經常起於雙方對於如何達成共同目標

所出現的歧見，這時委託人可能會犯錯，或雙方對於委託人的利益

看法不一。（福山，2005） 

 

許多組織在解決委託人與代理人問題時，並不是完全仰賴正規

的監督與究責體制，而是兼用正規的機制與不成文的規範，在一個

組織中，激勵員工盡力而為的最大力量是不成文規範與團體認同

感，因此經理人真正應該多花時間的工作是培養健全的「組織文

化」，而不是豎立權威的楚河漢界。規則不能只是從外部施加，更

應該內化於個人心智，不成文規範自有一套監督與執行的機制，通

常會比正式的機制更微妙、更具彈性。而組織中的規範是可以藉由

傳統的教育和訓練來學習，但是領導者創造規範的方法，不僅是宣

示規則與條例，同時還有以身作則與人格特質的力量，這是仰賴非

關理性的規範與許諾，在某方面透過深具魅力的頂倒階層來自我複

製，強大的體制也會特別重視領導階層的訓誨，被視為體制認同的

核心要素。（福山，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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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前項中已討論的委託人與代理人的問題。那麼身為一個

委託人應該如何讓委託契約的剩餘控制權盡可能的掌握在自己手

中，以確保代理人有效地完成契約中的協定？對於捐助人來說，這

些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的內部運作多為黑箱作業，當然在監控上變得

十分困難，代理成本也會隨著資訊不對稱問題的嚴重而增加，事實

上能夠有效地監督及控制代理人的關鍵就在「資訊的掌握上」，惟

有從內部的組織文化、規範制度與外部的監督，多重控管的機制下

才有機會振衰起弊。故以借鏡企業界「公司治理」的理論和措施來

予以類比運用。 

 

2.4.非營利組織責信的理論非營利組織責信的理論非營利組織責信的理論非營利組織責信的理論 

就哈佛大學商學院瑞吉娜、赫茲林格（Regina E. Herzlinger）

在哈佛商業評論「非營利組織」中的一篇「重建公眾信心」文中指

出：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機關的運作情況，始終蒙著一層面紗，只有

在捅出大漏子時，面紗下的一切才會曝光，此時已嚴重破壞大眾對

他們的信任。為此他提出類似企業界的強制責任的制度，「達得失」

（DADS）即是「揭露」（disclosure）、「分析」（analysis）、「傳

佈」（dissemination）、「制裁」（sanction）；同時赫茲林格也強

調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會必須有效的監督以及肩負責任。這些討論不

斷透露一個訊息即「非營利組織需要透過有效地治理，以展現績效

建立社會大眾的信任」。 

 

目前就非營利組織治理的議題裡多著重在「董事會」「董事會

與執行長」的角色功能。從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與自主性來看，需

要責信、透明來面對所有捐助人與受助人，同樣基於資訊不對稱所

造成捐助人與組織經營者的代理問題，以致於常有「我如何知道我

捐的錢真正的幫助了需要的人？」「我如何知道接受了服務會真的

改變得比現在好？」更由於非營利組織的服務是為「改變人類的態

度、行為點化人心的事業」（Drucker, 1994:3），這些既抽象又理

想遠大的使命，如何落實於組織資源及運作過程，則不但要講求有

效的經營管理、內部控制，更因其資源多數來自組織外的組織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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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在不斷擴大組織資源之同時，更需要考慮對其權益的保障，尤

其是對社會信任的影響。只要社會出現利用愛心行騙的事件就會折

損不少愛心捐助者的信心，最後只有以親友推薦或靠知名度來支持

信心。因此，能否將「非營利組織治理」的面向擴大，應考慮到組

織「內部控制」及「外部信任」，在謀求非營利組織的內部利益時，

透過「治理」的機制同時顧及了捐助人等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及社

會信任。 

 

有關非營利組織責信之研究，有台灣大學馮燕教授國科會報告

的「自律與他律—非營利組織與資源捐募規範」、「自律與他律—

公益倫理的建立」指出：非營利組織之責信度所面臨的挑戰主要來

自以下四個方面：成效不彰、效率太低、公器私用以及太過冒險（引

自張茂雲譯，2000），這四個挑戰都直指非營利組織最重要的根基

--責信度受到破壞的原因。Rochester(1995)指出非營利組織的責信度

應包含四種內涵： 

 

1. 財務責信(fiscal accountability) 

2. 程序與規則的責信（process accountability） 

3. 確保工作品質與成效的責信（program accountability） 

4. 適當優先順序的責信（accountability for priorities） 

 

Ware (1989) 也曾提出七項非營利組織責信度要求的具體目標： 

 

1. 確保服務的提供 

2. 保障捐助者的利益 

3. 保護服務對象的利益 

4. 保障組織工作者的利益 

5. 在政府提供資助時，保障其效益的達成 

6. 維護公平競爭的環境，保障與非營利組織相互競爭的私營機

構之利益 

7. 保護政府部門不受非營利組織過度政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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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非營利組織可以從這些方向開始著手，致力提升組織本身

的責信度，而這樣的工作不只是僅僅從組織自律開始著手，更需要

同時透過外部約束來落實且彰顯非營利組織責信度。 

 

2.5.企業企業企業企業「「「「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理論的理論的理論的理論 

近年來企業界因為不斷的發生如：美國的安隆(Enron)、世界通

訊（WorldCcom）、全錄（Xerox）、泰科（Tyco）；台灣的廣三

集團、禾豐集團、新巨群集團、漢陽集團以及中央票券等重大傷及

股東權益及投資人信心的事件後，企業界從問題中研討提出「公司

治理」的重要性並蔚為成風，台灣政府也隨之跟進於 2001 年修改

了「公司法」的部份條文，證期會亦發佈了我國公司治理報告，台

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復於 2002 年共同制訂「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凡 65 條。行政院更成立了公司治理改革小

組，以推動我國公司治理制度（蔡揚宗，2003：14）。從企業、會

計師、顧問師、專家學者紛紛提出對應之作法，事實也證明同樣獲

利的相似企業，有較佳公司治理的企業其股價較高，也就是好的公

司治理可以取得投資人的信任與信心。 

 

「治理」對企業界而言，係指統理公司的相關過程，包括運用

權利主導公司的營運方向，建立機制以確保行政責任，以及對公司

的行為進行管制等，具體而言，就是指董事會的職責如何落實，利

害關係者、董事及理監事等人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等論題（Robinson, 

1996:347-348） 

 

「公司治理」是為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問題，Berle ＆ 

Means（1932）的文章就提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問題，亦是在

討論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代理問題。小額投資人因為在知識不足，

資訊缺乏之下，是無法參與平等的競爭。在公司治理的機制部份計

有內部以薪資、董事會、外部獨立董事、以債權監控、以股權結構

等為公司治理之機制；在外部則有以經營權競爭、以委託書爭奪、

以惡意接管、法人外資、以法律規範、以會計與資訊揭露、以及現

存之公司治理評比等之經營權市場與經理人市場之公司治理機制

等（林亮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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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企業企業企業企業「「「「公司治理原則公司治理原則公司治理原則公司治理原則」」」」 

如何強化對公司經營者的監控，避免經營者濫權，以維護股東

權益，近年來有關公司治理的概念發展，逐步從避免經營者濫權的

監控面向，擴張至如何確保經營者的經營措施係符合股東最大利益

以及調和利害關係人利益，乃至承擔公司應有之社會責任的積極利

益創造面向。因此公司治理的探討逐漸由偏重資本市場對公司經營

者的監理機制，發展至如何確立公司內部之有效治理機制，這種發

展趨勢可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之公司治理特別小組所

制訂的「公司治理原則」（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中清晰可見，該原則從 1999 年各會員國簽署之後，為因應環境的

新情況，於 2004 年公佈了「治理原則修訂版」成為六項原則，其

中包含一個政府的角色、三個目標以及二個手段。1.有效公司治理

結構基礎的保證：這部分係指出政府的角色要透過外部的政府規範

公司治理結構基礎。2.股東權利和關鍵所有權、3.股東的公平待遇、

4.公司治理中利益相關者的作用，這三項原則為治理原則的目標。

透過 5.揭露與透明化、6.董事會的職責，兩種手段來達成目標。六

項公司治理原則內容如下： 

 

1. 有效公司治理結構基礎的保證有效公司治理結構基礎的保證有效公司治理結構基礎的保證有效公司治理結構基礎的保證：：：：公司治理結構應該促進市場的

透明和有效，與法律規定相協調，並且與不同的監管、規範和

實施權威的責任分工清晰地結合起來。 

2. 股東權利和關鍵所有權股東權利和關鍵所有權股東權利和關鍵所有權股東權利和關鍵所有權：：：：公司治理結構可以保障和促進股東權

利的行使。 

3. 股東的公平待遇股東的公平待遇股東的公平待遇股東的公平待遇：：：：公司治理結構應該確保，包括少數和國外股

東在內的所有股東的公平待遇。所有股東在其權利受到侵害

時，應該有機會獲得有效的賠償。 

4. 公司治理中利益相關者公司治理中利益相關者公司治理中利益相關者公司治理中利益相關者：：：：公司治理結構應該承認法律或雙邊協

議所確立的利益相關者的權利並且鼓勵公司與利益相關者在創

造福利、工作崗位和整個企業的持續融資能力方面展開積極的

合作。 

5. 揭露與透明化揭露與透明化揭露與透明化揭露與透明化：：：：公司治理結構應該確保及時、清晰地披露公司

所有的實質性事項，包括財務狀況、經營業績、所有權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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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6. 董事會的職責董事會的職責董事會的職責董事會的職責：：：：公司治理結構應確保公司的戰略性指導，有效

地對董事會的管理工作進行監管，以及履行董事會對公司和股

東的受託責任 

 

修訂治理原則係經過多次的討論與公聽，就像 OECD秘書長唐

納德．詹森所說的「這一個工作雖然不可能根除犯罪行為，但是只

要採用符合該『原則』的規則和規範，這些行為的實施將變得困

難」。對非營利組織來談「治理原則」則同樣地不可能就此根除弊

案的發生，但是可以讓他變得困難些。 

基於以上趨勢，再從以經常分析亞洲與其他新興資本市場公司

治理績效的里昂證券有限公司（CLSA Emerging Markets）而言，著

重的項目是講求紀律（discipline）、透明度（transparency）、獨立

性（ independence）、可歸責性（ accountability）、責任追究

（responsibility）與公平性（fairness），這就投資人來說是公司治

理的核心，投資人（股東）面來看其對公司治理所注意的事項如表

2-1.。 

 

表表表表 2-1   公司治理的注意事項公司治理的注意事項公司治理的注意事項公司治理的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內容及意義內容及意義內容及意義內容及意義 

1.講求紀律 公司對外是否制訂公司治理準則或類似承諾與聲明？是否在

核心事業力求發展？是否在舉債與清償方面做有效的管理？ 

2.透明度 公司是否充分揭露財務目標，並及時提供資訊給投資人？ 

3.獨立性 董事會是否具備獨立性？董事會是否設置審計委員會、薪酬委

員會與提名委員會，並由獨立董事擔任主席？ 

4.可歸責性 外部董事是否具備足夠的獨立性？董事是否每季至少召集一

次全席會議？ 

5.責任追究 是否對違法犯紀的公司人員一概予以追究而不寬貸？是否制

訂並執行保障少數股東權益的措施？ 

6.公平性 享有控制權的大股東是否集體持股低於 40%？機構投資人享

有的股權（及投票權）是否至少達 20%？ 

資料來源：CLSA，『亞洲華爾街日報』（2002年）；『從莊子到安隆---A＋公司治理』， 

劉紹良著，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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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非營利組織治理與公司治理之比較非營利組織治理與公司治理之比較非營利組織治理與公司治理之比較非營利組織治理與公司治理之比較 

由以上理論與文現探討，發現雖然非營利組織治理與企業組織

公司治理，組織目標、資源來源雖有其差異（營利事業的資源來自

股東、投資者的資金，是要有回收的；而非營利組織的資源除了捐

助者之外，還來自志願人力、專業、物力、關係等資源，是種多元

資源的來源，而且這些資源並不要求回收。），但是在代理關係、

利害關係人關心事項以及發生弊病的影響是相似度很高的，尤其非

營利組織的代理關係是二重的、以及利害關係人是更多元等，但是

在內、外部的監督上非營利組織卻比企業組織寬鬆的多。基於非營

利組織也會發生各種弊病以影社會資本，故本研究試圖以企業公司

治理的機制類比至非營利組織，以探索建構台灣非營利組織治理原

則之架構與機制。 

 

表表表表 2.-2.  非營利組織治理與企業公司治理之比較非營利組織治理與企業公司治理之比較非營利組織治理與企業公司治理之比較非營利組織治理與企業公司治理之比較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非營利組織治理非營利組織治理非營利組織治理非營利組織治理 企業組織公司治理企業組織公司治理企業組織公司治理企業組織公司治理 異同異同異同異同 

組織目標 社會公益使命的實現 股東權益最大化 異 

董事會中董事

組成 

捐助者聘任，多依董事

長的關係而聘，也可能

依專業需求聘請之。 

依據股權大小、獨立

董事。 

董事組成內容有差異，

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更是

為獨立董事。 

資源來源 除個人、企業等的捐助

之外，還有政府補助、

志工等多元資源來源。 

以財務來源：股東出

資，投資者。 

異 

決策單位 董事會 董事會 同 

代理問題 捐助人聘董事管理基

金會為第一層代理，董

事會聘執行長執行則

為第二重代理關係。為

多為基金會使命為目

標。 

代理人的努力結果

都歸給主理人，此間

因資訊不對稱而造

成代理問題。 

NPO以公益使命為核

心，但因使命過於抽

象，容易造成資訊不對

稱的情況，以及績效目

標較模糊，不易評估。

同樣有代理問題。 

內部監督單位 得設監察人 監察人 NPO多未設監察人，監

督機制不明顯 

外部監督單位 政府 22個業務主管單

位、國稅局、法院 

政府經濟部、財政

部、證管會；國稅

局、會計師、信用平

等委員會、公平交易

委員會等 

NPO只有業務主管單

位、稅務管理單位以及

法院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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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關係 雙重委託 單一委託 NPO的委託關係較企業

是更複雜 

工作人員 職工、志工 職工 NPO工作人員多為志願

參與，不單只是為薪資

報酬而來 

主要利害關係

人 

受助人、捐助人、消費

者、政府、社區等 

股東 NPO的利害關係人較多

元，企業較單純 

需要責信的組

織 

所有非營利組織 上市上櫃企業 NPO不限規模大小均需

責信：企業僅對上市上

櫃者 

利害關係人關

心事項 

操守、品德、實踐公

益、透明度、責任追

究、公平性 

講求紀律、透明度、

獨立性、可歸責性、

責任追究與公平性 

相同 

發生弊病的影

響 

組織信譽破產得不到

支持與資源，會造成劣

幣驅逐良幣。以致社會

資本—信任的受挫。 

股東權益受損，影響

投資信心造成劣幣

驅逐良幣以及經

濟、社會的發展。 

相同 

均會影響社會資本 

與經濟資本 

治理框架 自律、他律（內、外機

制） 

自律、他律（內、外

機制） 

相同 

治理原則 透明、責信、合法 責信、責任、公平、

透明、獨立、講紀律 

相似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進一步比較分析公司治理原則之相關概念（表 2-3），歸納出

本研究所謂的治理原則計為：「董事會職責」「責信性」「責任性」

「透明性」以及「公平性」等五大原則為本研究的內容。 

 

表表表表 2-3.公司治理原則比較表公司治理原則比較表公司治理原則比較表公司治理原則比較表 

1999年 OECD 2004年 OECD 葉匡時 
里昂證券（投資人對公

司治理的注意事項） 

保障股東權保障股東權保障股東權保障股東權利利利利：：：： 

公司治理架構應

能保護股東的基

本權利 

有效公司治理結構基礎的有效公司治理結構基礎的有效公司治理結構基礎的有效公司治理結構基礎的

保證保證保證保證：公司治理結構應該

促進市場的透明和有效，

與法律規定相協調，並且

與不同的監管、規範和實

施權威的責任分工清晰地

結合起來。 

 講求紀律講求紀律講求紀律講求紀律：：：： 

公司對外是否制訂公

司治理準則或類似承

諾與聲明？是否在核

心事業力求發展？是

否在舉債與清償方面

做有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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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權利和關鍵所有權的股東權利和關鍵所有權的股東權利和關鍵所有權的股東權利和關鍵所有權的

作用作用作用作用：公司治理結構可以

保障和促進股東權利的行

使 

  

對股東的待遇應對股東的待遇應對股東的待遇應對股東的待遇應

符合平等原則符合平等原則符合平等原則符合平等原則：：：：

公司治理架構應

確保能公平對待

公司的所有股

東，包括小股東

及外國股東 

股東的公平待遇股東的公平待遇股東的公平待遇股東的公平待遇：公司治

理結構應該確保，包括少

數和國外股東在內的所有

股東的公平待遇。所有股

東在其權利受到侵害時，

應該有機會獲得有效的賠

償。 

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

對利益相

關人公平

合理對待 

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 

享有控制權的大股東

是否集體持股低於

40%？機構投資人享

有的股權（及投票權）

是否至少達 20%？ 

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在公在公在公在公

司治理中的角司治理中的角司治理中的角司治理中的角

色色色色：：：：公司治理架

構應能確認法律

賦予股東的權

利，促使公司與

股東間能積極合

作，以創造財

富、工作機會，

乃至財務健全企

業永續性。 

公司治理中利益相關者的公司治理中利益相關者的公司治理中利益相關者的公司治理中利益相關者的

作用作用作用作用：：：：公司治理結構應該

承認法律或雙邊協議所確

立的利益相關者的權利並

且鼓勵公司與利益相關者

在創造福利、工作崗位和

整個企業的持續融資能力

方面展開積極的合作。 

責任性責任性責任性責任性：：：： 

遵守法律

以及社會

期待的價

值規範 

責任追究責任追究責任追究責任追究：：：：是否對違法

犯紀的公司人員一概

予以追究而不寬貸？

是否制訂並執行保障

少數股東權益的措

施？ 

揭露與透明度的揭露與透明度的揭露與透明度的揭露與透明度的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公司治理

架構應能確保公

司的財務狀況、

經營績效、股東

結構及公司治理

等實質性資訊，

得適時且精確地

揭露。 

揭露與透明化揭露與透明化揭露與透明化揭露與透明化： 

公司治理結構應該確保及

時、清晰地披露公司所有

的實質性事項，包括財務

狀況、經營業績、所有權

和公司行政。。。。 

透明性透明性透明性透明性：：：：

財務與非

財務資訊

適當揭露 

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 

公司是否充分揭露財

務目標，並及時提供資

訊給投資人？ 

董事會職責董事會職責董事會職責董事會職責：：：： 

公司治理架構應

能確保董事會對

於公司能達成有

策略地引導及有

效監督經營階層

的功能，以及確

董事會的職責董事會的職責董事會的職責董事會的職責：：：： 

公司治理結構應確保公司

的戰略性指導，有效地對

董事會的管理工作進行監

管，以及履行董事會對公

司和股東的受託責任 

董事會的董事會的董事會的董事會的

職責職責職責職責、、、、責責責責

信性信性信性信性：：：：董

事與管理

者角色與

責任的劃

分 

獨立性獨立性獨立性獨立性：：：：董事會是否具

備獨立性？董事會是

否設置審計委員會、薪

酬委員會與提名委員

會，並由獨立董事擔任

主席？ 

責信性責信性責信性責信性：：：：外部董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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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會對於公

司及股東應承擔

的責任 

 具備足夠的獨立性？

董事是否每季至少召

集一次全席會議？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2.8.研究理論與流程研究理論與流程研究理論與流程研究理論與流程 

本研究為一探索性研究，探索性研究係對某一個問題進行細密

的考察，獲得深入的瞭解，為深一層的研究鋪路，以形成精密的研

究問題或提出深一層的研究假設。這類研究的重點是探索尋求，發

微掘隱，引發對於所研究問題的看法與創見。實際著手研究時所採

用的方法及對象的取捨有相當的可變性與伸縮性。其途徑有：參考

文獻資料、訪談有經驗的人、以及分析具啟發性的事例。因此本研

究之研究方法以質化研究為主、量化為輔，計採用文獻資料分析

法、深度訪談法並佐以問卷調查法做資料收集、整理與分析。 

 

因此從動機與背景出發，透過資料收集與分析過程，嘗試提出

一個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善基金會的治理原則，以對財團法人社

會福利基金會所發生弊端問體的防治之道。運用企業組織公司治理

的原則，類比至非營利組織期盼建構一個具公平、透明、責信、責

任等良好非營利組織治理原則。 

 

本論文的研究理論架構可用圖 2-1 加以表示，而圖 2-2 則是研

究流程：理論架構系從非營利組織理論到台灣政府規範，以澄清研

究對象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的非營利本質與地位。再從非

營利組織治理與公司治理的理論確認研究範圍為社會福利基金會

治理，基於代理關係以致有治理問題，因此從非營利組織的代理關

係找出治理問題，並因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多元性，透過借鏡公司治

理原則以具焦於研究主題，其中運用非營利組織責信、公司治理原

則以及兩者的比較，探索以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研究非營利組織的

治理原則。 

 



台灣非營利組織治理原則之探討--以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 

 37

 

 

 

 

 

 

 

 

 

 

 

 

 

 

 

 

 

 

圖圖圖圖 2－－－－2     理論架構理論架構理論架構理論架構 

 

 

 

研究流程實則從個人實務經驗以及資料研讀中產生研究動機，

並與指導老師討論研究範圍之後，訂定研究命題、擬寫研究計畫、

繼而收集並閱讀文獻資料、擬定研究工具進行資料收集，本研究以

深度訪談的質化為主，問卷調查量化為輔，透過資料整體、統計與

分析產出研究結論。 

 

 

 

 

非營利組織的理論 

非營利組織的法規與政府管理環境 

非營利組織治理理論 

公司治理理論 

探索非營利組織治理原則 

研究對象： 

台灣財團法人社會

福利基金會 

代理問題 

研究主題： 

社會福利基金會治理 

治理原則 

1. 非營利組織責信的理論 

2. 公司治理原則 

3. 非營利組織治理與公司

治理之比較 

非營利組織代理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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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研究 深度訪談 專家學者訪談 問卷調查 

對

 

 

 

 

象

選擇七家社會福利基金會，有

四家是全國性、基金超過新台

幣一億元，年度運作經費近一

億或以上，工作人員超過一百

人，事業規模以具有兩個以上

的附屬作業組織者。此外選擇

的三家其中兩家是直轄市的

社會福利基金會，一家是縣市

級的社會福利基金會，這三家

基金會的都是規模較小：基金

一千萬、年度運作經費在一千

萬以下、工作人員五人以下、

無附屬作業組織，服務以方案

為主 

 

對 

 

 

 

象 

 

1政府主管 

 及承辦人員 

2.非營利研究

之專家學

者 

3.實務工作者 

 

對

 

 

 

象

426家基金新台幣

一千萬元以上之

社會福利基金會

寄發問卷 

1. 非營利組織

犯罪資料、論文

及期刊 

2. 台灣制訂非

營利組織及社

會福利基金會

之政策與法規 

3. 非營利組

織、非營利組織

治理之文獻、論

文、期刊 

4. 公司治理之

文獻、論文、期

刊 

 

 

內

 

 

容

1.基金會既有之治理機制 

2.對基金會治理之態度 

3.基金會治理中內控與外

控機制的需求 

4.基金會治理原則的態度 

 

內 

 

 

容 

1.基金會治理

之現況 

2.基金會治理

之機制與

時機 

 

內

 

 

容

1.基金會基本資料 

2.基金會治理之董

事會部份 

3.基金會治理織

內、外控制部份 

4.基金會治理的態

度與需求 

 

 

確立論文命題確立論文命題確立論文命題確立論文命題：從企業公司治理原則，研究探索以建構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治理原則  

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動機釐清、文獻、研究方法、對象選取、進程規劃 

整理相關文獻整理相關文獻整理相關文獻整理相關文獻    
１． 國內外有關「非營利組織」之文獻 

２． 國內外有關「非營利組織治理」之理論與實務的文獻 

３． 有關「治理、公司治理」之文獻 

質的研究質的研究質的研究質的研究    量的研究量的研究量的研究量的研究    

資料蒐集及研讀資料蒐集及研讀資料蒐集及研讀資料蒐集及研讀    產生研究動機產生研究動機產生研究動機產生研究動機    決定研究範圍決定研究範圍決定研究範圍決定研究範圍    

資料分析與討論資料分析與討論資料分析與討論資料分析與討論    

產生結論產生結論產生結論產生結論    圖圖圖圖 2222----3 3 3 3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實務經驗實務經驗實務經驗實務經驗    


